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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分院美干在全国建立衣村

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宣轄市人民政府 ,・ 国弁院各部委、各立属机

綺 :     ・

力貫物落共党的十六届六中仝会精神 ,切 実解決友村

介‐困人 口自ヤ生活困准 ,国 券院央定 ,2007年在全国建立表

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。現就有共同題通タコ女口下 :

一、充分汰颯建立衣村最低
'生

活保障制度的重要意文

改革升放以来 ,我 国変済持紋快速健康友展 ,党 和政府

高度重机“三水"工 作 ,不 断力,大 扶貪升友和社会救助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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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度‐i村 貧藤人口数量大幅戒少.仁 足っ脅有部分貪コ′メ、

口尚未解決温他日題 ,需 要政府始予羹要的状助 ,じt保 障其

基本生活 ,井 表I助 其中有労劫能力的人私薇芳裁脱貪致富.

党的十六人以来 ,部 分地区根据中央部署 ,秋 教探索建立水

村最低生活保障キ1皮 ,力 全百解決水村貧困人 目的基本生

活 |¬ 題打下了良好基砒。在全国建立水村最低生活保障制

度 ,是 践行“二企代表"重 要思想、落共科学友晨現和柏建社

会主丈和稽′社会的必然要求,足 解決水村分困人 口温免目

題的重要挙措 ,也 足建立覆差城多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

内容。倣好速一工作 ,対 子促避水村祭済社会友展 ,4歩 縮

小城 多差距 ,第 伊社会公千具有重要意又。各地区、各部日

要充分大恢建立友村最低生活保障寺1皮 的重要性 ,杵 其作

力社会主叉新水村建没的一項
~■~妥

任券り高度重視 ,オL実 椎

辻。

二、明碗建立衣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林和患体要

求

建立水村最低生活保障キ1度 的曰棒足 :通 辻在全国苑

国走立水村最低生活保障キ1皮 ,者 符合条件的水村貪困人

口全部納入保障疱曰,聰 定、持久、有妓地解決全国水村貪

74



困人口的温砲同趣。

建立水村最低生活保障帝1度 ,実 行地方人民政府負責

制 ,按 属地辻行管理。各地要肌当地水村姪済社会友晨水

平孝口財力状況的実豚出友,合理碗定保障林准和対象苑曰。

同叶,要微到制度完善、程序明後、操作規苑、方法筒便 ,保

江公升、公平、公正ぎ要実行チ恣管理 ,倣 至1保 障対象有辻

有出,ネト助水千有升有降。要寺状介升皮、促邊就立以及其

化水村社会保障政策、生活性ネト動措施相衛接 ,堅持政府救

済有家庭磨界扶募、社会互助、今人 自立相培合 ,鼓 励わ支

持有芳功能力的貪困人口生声自救 ,脱 貪致富。

三、合理碗定衣村最低生活保障株准和対象苑国

水村最低生活保障林准由具貌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接照

能彰筆持当地水村居民全年基本生活所始需的吃仮、オ友、

用水、用屯等費用碗定 ,井 扱上一致地方人民政府各案后公

布執行.水村最低生活保障林准要随着当地生活必需品俳
・

格変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道叶辻行調整。     
｀

水村最イ民生活保障対象是家庭年人均先牧人低千当地

最低生活保障林准的水村居民,主 要足因病残、年老体弱、

夫失労劫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恐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常年困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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きセ水|十 月^民 。

四、規苑衣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

れ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既,要 芦格規疱 ,ス 要よ水村

実豚出支 ,采 取筒便易行的方法。

(一 )申 着、常核わ常堵レヒ。申清水村最1氣 生活保障 ,一 般

由声主本人 向声籍所在地的多(慎 )人 民政府提出申青 :|⊥

民委員会受 多(慎 )人 民政府委托 ,也 可受理 申薫。受 多

(鎮 )人 民政府委托 ,在 村党象象的領早下 ,村 民委員会対申

堵人升晨家庭埜済状況調査、須鉄村民会袂或村ス代表会

洪民主千袂后提出初歩意見」,扱 多(鎮 )人 民政府 ;多 (慎 )人

民政府常核后 ,扱 姜象人民政府民政部日常批。多(鎮 )人

民政府矛口姜象人 民政府民政部日要核査 申清人的家庭牧

入 ,了 解共家庭財声、芳功力状況矛口共粽生活水千 ,井 結合

村民民主坪以 ,提 出市核、常批意几。在核算申着ノ、家庭牧

人吋,申 清人家庭接国家規定所荻得的仇待机位金、汁え1生

育笑励寺扶助金以及教育、几丈勇力牛方面的火励性ネト助 ,

一般不汁入家庭牧人 ,具体核算亦法由地方人民政府碗定。

(二 )民主芥示 .村 民委員会、多(慎 )人 民政府 以及芸

坂人民政府民政部日要及叶向社会公布有夫信息,接 受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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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監督。公示的内容重点力 :最 低生活保障対象的申情情

九和対最低生活保障対象的民主汗決意Л.,常 核、常批意

見 ,実 棒ネト助水平等情呪。対公示没有昇減的,要 接程序及

叶落実申情人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過ぅ対/Ak示 有昇洸的,要避

行調査核実,大真処理。

・(二 )介全皮及。最低生活保障金原只1上 接照申清人家

庭年人均先牧人々保障林准的差額麦放 ,也 可以在核査申

清人家庭 Lll人 的基砧上 ,接 照其家庭的困准程度和炎男1,分

楷麦放。要カロ快推行国庫集中支付方式,通 辻代理金融机

掏直接、及叶地持最低生活保障金支付至1最 低生活保障対

象照声。

(四 )効 恣管理。多(鎮 )人 民政府和芸象人民政府民政

部 11要釆取多紳形式 ,定 _期 或不定期調査 了解水村困准群

企的生活状況 ,及 叶持符合条件的困堆群

^幼
入保障疱曰;

井根据其家庭姿済状死的交化,及 叶接程序亦理停皮、戒
・
皮

或増友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手数。保障対象和ネト助水平交助

情呪都要
・
及叶向社会 /Ak示

.

五、落実衣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

水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的寿集以地方力主,地 方各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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メ、民政府妥将i村 最低生活保障資金 ,1'、 11-攻 預算‐省象

メ、民政府要カロ大投入“ 地方各筑人民政府民政都鴻要′1史 据

保障対象ノ、数年提出資金需求 ,埜 同象財政部 日常核后フ|

入預算.中 央財政対財政困堆地区始予這当ネト助っ

地方各吸人民政府及其相美部日要坑等考慮れ村各項

社会救助帝1度 ,合 理安排水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 ,提 高資金

使用蚊益。同時,致 励和弓1尋 社会力量力水村最低生活保

障提供捐贈孝口斉動。れ村最低生活保障姿金実行寺項管

理 ,寺 厳核算 ,寺 款寺用 ,芦 禁杯 占椰月。

六、カロ張領尋 ,碗 保衣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順利実施

在全国走立水村最低生活/1■ 障帝1度 ,足 一項重大面又

隻余的系坑性工作。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妥高度重視 ,杵 其

幼入政府工作自々重要洪事 日程 ,カロ張頷早 ,明 碗責任 ,坑 等

協調 ,机好落実。

要精′む没汁命1度 方案 ,周 密須象実施。各省、自治区、

宣轄市人民政府 +1う■不口修資的方条 ,要 扱民政部、財政部各

末。已建立水村最
′千氏生活保障十1度 的,要 邊一歩完善+1度 ,

規疱操作 ,努 力提高管理水千 ;尚 未定立水村最低生活保障

寺1度 的,要 机緊建章立+1,在 今年内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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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超未井姐駅実施
`要

カロ大政策宣竹力皮 ,オ1用 声播、屯

机、級刊、互咲同等媒体 ,傲好宣告普及工作 ,使水村最低生

活保障政策邊村入片^家 喩片晩.要カロ張協調々配合 ,各 吸

民攻部日妥皮拝駅能部目作用 ,建 立健仝各項規章+1度 ,推

逃信息化建没,不 断提高規苑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管理水千 ;

財政部 11要 落共資金 ,カロ張対資金使用わ管理的監督 ;状 貪

部日要密切配合、稿好行接,在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実施后 ,

併要堅持升皮式扶介的方針 ,扶持有芳勁能力的介困人甲

脱貪致 富。要微l~f新 型表村合作医庁和水村医庁救助エ

作 ,防 止因病致貪或返介.要カロ彊監督栓査 ,晏 教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及其相美部 11要定期姐飲栓査或抽査 ,対 逹法範

先行力及吋≠イ正炎理 ,対 工作成鏡突出的予以表彰,井定期

向上一致人民政府及其相美部 11扱 告工作逃晨情九。各

省、自治区、宣轄市人民政府要子毎年年嵐前,持 水村最低

生活保障tll度 実施情九扱各国券院。

水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渉及面片、政策性張、工作量

大,地 方各奴人民政府在推逃水村環合改革 ,カロ張水村公共

服券能力建没的辻程中,要 坑等考慮建主水村最低生活保

障制度的需要 ,科 学整合晏多管理机綺及人力資源,合理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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祥工作メ、員和 I■ 作姪費 ,切 共カロ張工作力量 ,提 供必要的エ

作条件,こ 歩実現抵保信息化管理 ,努 力提高管理和服弁反

量 ,晩 保水付最 1氏 生活保障十1度 版利実施争不断完善。

二 〇 〇 七 年 t― 月 十 一 日

主題飼 :民政 社会保障 通知

国券院亦公/〒 積ギ局 2()07年 7月 13日 印友

翻
`「

友各市、姜人民政府 ,省 人民政府各委、斤,各宣属机

杓 .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力ヽ公斤 20071年17り咽 19 El`Fウ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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